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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活动安排及活动日历

1. 近期活动安排

● 正在进行：Regular Campaign>>Fashion+Lifestyle

常规活动>>主推时尚+家居日用品(10.11-10.23)

● 即将进行： Halloween Sale

万圣节销售(10.24-10.31)



2. 十月活动日历

2022年10月活动日历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9.26 9.27 9.28 9.29 9.30 10.1 10.2

Cyber Monday

网络星期一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Cyber Monday
Spike

网络星期一大促

Cyber Monday

网络星期一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10.16

Mini Spike10.10
10.10促销

Regular Campaign>>Fashion + Lifestyle
常规活动>>主推时尚和家居日用品

10.17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10.23

Regular Campaign>>Fashion + Lifestyle
常规活动>>主推时尚和家居日用品

10.24 10.25 10.26 10.27 10.28 10.29 10.30

Halloween Sale
万圣节销售

10.31

Halloween
Sale

万圣节销售



二、 平台热搜关键词

1. 上周热搜关键词

关键词 英译 中译

zapatillas sneakers 运动鞋

nike Nike 耐克

disfraz custom 服装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运动鞋

victoria secret Victoria Secret 维多利亚的秘密

jordan Jordan 乔丹

navidad Christmas 圣诞节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zapatos de futbol soccer shoes 足球鞋

album qatar 2022 Album Qatar 2022 专辑卡塔尔2022

halloween Halloween 万圣节

carcasa iphone 11 iPhone 11 housing iphone 11 外壳

zapatillas mujer women shoes 女性运动鞋

lentes glasses 眼镜

*排名不分先后



2. 搜索量上升关键词
关键词 英译 中译

zapatillas sneakers 运动鞋

disfraz custom 服装

nike Nike 耐克

navidad Christmas 圣诞节

jordan Jordan 乔丹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运动鞋

victoria secret Victoria Secret 维多利亚的秘密

audifonos bluetooth bluetooth headphones 蓝牙耳机

iphone 11 iPhone 11 苹果手机 11

zapatillas hombre man shoes 男士鞋子

arbol de navidad Christmas tree 圣诞树

lentes glasses 眼镜

zapatos de futbol nike Nike soccer shoes 耐克足球鞋

reloj inteligente smart watch 智能手表

carcasa iphone 11 iPhone 11 housing iphone 11 外壳

*排名不分先后



三、 CFS秒杀活动热销品分享

1. ELHA 数码产品
● 热销：无线蓝牙耳机、Airpods保护套、游戏手柄、感应无线充电器、智能防
水手表

2. Fashion 时尚品类
● 热销：女士低帮船袜、925银手链、女士长筒袜、LED电子手表、隐形文胸
垫、蕾丝内衣套装、卡通棉袜

3. FMCG 快消品
● 热销：男士剃须刀、去粉刺工具、去耳垢工具

4. Lifestyle 家居日用品
● 热销：精灵宝可梦收藏卡、男士防滑足球袜、水龙头过滤器、8色中性笔套
装、精灵宝可梦卡片

*注：CLP指智利比索，Price指价格，EL Top SKU指电子品类热销，Fashion Top SKU指时尚品类热销，

FMCG Top SKU指快消品类热销，Lifestyle Top SKU指生活品类热销。

以上各热销品排名不分先后。

https://shopee.cl/collections/1543048


四、数码产品心愿清单分享

1. 耳机

● 热销：扩音器；音箱扩音器；无线蓝牙耳机；便携式音响；智能蓝牙耳机；蓝牙音箱

；头戴式耳机；带麦克风支架；2合1手持麦克风

2. 手机 & 手机配件
● 热销：智能手表；白牌平板；iPad鼠标键盘套装；智能蓝牙手表；多接口手机适配
器

3. 电脑 & 电脑配件
● 热销：2T大容量硬盘；机械游戏键盘；电脑散热风扇；多功能电脑收纳包；SSD内
置固态硬盘；多接口转接头；外接键盘；静音鼠标；标签打印机；内置储存卡

4. 家用电器

● 热销：智能扫地机器人；手持熨斗；高清1080P投影仪；智能语音遥控；无线电视适
配器；空气炸锅；摄像头电子门铃；家用缝纫机；智控开关面板；便携式榨汁机

5. 游戏 & 主机
● 热销：复古怀旧游戏机；无线操纵杆；蓝牙游戏手柄；游戏机+手柄套装；Switch游
戏机；游戏内存卡；Switch保护套；视频游戏机；Switch替换手柄

6. 相机 & 无人机
● 热销：4K无人机；高清数码相机；360°旋转家庭WIFI监控；WiFi专业无人机；彩色
胶片相机；迷你无线安全摄像机；拍立得照片打印纸；1080P运动高清相机；便携
式数码相机；高清单反相机

7. 其他后续高潜主推:蓝牙音箱灯;游戏手柄充电支架



*注：CLP指智利比索，Price指价格，EL Top SKU指电子品类热销，Audio指耳机，Mobile & Gadgets 指手

机 & 手机配件，Computer & Accessories 指电脑 & 电脑配件，Home Appliances指家用电器，Gaming &

Consoles 指游戏 & 主机，Camera & Drones 指相机 & 无人机。

以上各热销品排名不分先后。



四、数码产品当地心愿清单分享

1. 耳机

● 热销：电容麦克风套件；麦克风支架；蓝牙音箱灯；迷你蓝牙音箱；电容麦克风；卡

拉OK音箱；头戴式游戏耳机

2. 手机 & 手机配件
● 热销：智能手机；白牌平板；手机拓展镜头支架；高品质手机壳；无线对讲机；快充

数据线；便携式移动电源；LED补光灯手机直播支架

3. 电脑 & 电脑配件
● 热销：人体工学鼠标；照片打印机；LED发光鼠标垫；多功能升降电脑桌；WiFi信
号增强器；A4照片覆膜机；机械键盘；标签打印机

4. 家用电器

● 热销：电动搅拌机；自制爆米花机；三明治面包机；手持吸尘器；家用缝纫机；便携

式榨汁机；挂壁式电视支架；电热取暖机

5. 游戏 & 主机
● 热销：蓝牙游戏手柄；视频游戏手柄；迷你复古游戏机；PS5游戏控制台；无线控制
操作杆；游戏手柄充电支架；多功能游戏机收纳盒

6. 相机 & 无人机
● 热销：环形灯带专业三脚架；可调节高度相机支架；儿童望远镜；迷你数码相机；

360度夜视摄像头；高清户外摄像头；WiFi智能报警监控；10800p高清摄像头组合

7. 其他后续高潜主推:手机，电脑，扫地机器人，无人机，运动相机



*注：CLP指智利比索，Price指价格，EL Top SKU指电子品类热销，Audio指耳机，Mobile &

Gadgets 指手机 & 手机配件，Computer & Accessories 指电脑 & 电脑配件，Home Appliances

指家用电器，Gaming & Consoles 指游戏 & 主机，Camera & Drones 指相机 & 无人机。

更多选品干货：

1子类目选品攻略（不定时更新）
2其他所有选品内容
3选品指南分享平台

https://shopee.cn/edu/article/14487
https://shopee.cn/edu/tag/162?tab=all&page=1
https://solutions.shopee.cn/sellers/category-sharing-portal/#/market?m=market

